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面对
上半程曾经战胜过的对手，重庆当
代力帆并未用一场胜利为自己本赛
季的中超征程划上一个圆满的句
号。在11月4日举行的中超第三
十轮比赛中，重庆当代力帆主场0∶2
不敌广州富力，以第十名的成绩结
束了本赛季的中超征程。

面对尚有冲击亚冠希望的广州
富力，此前战绩不佳的重庆当代力
帆主力尽遣，郑又荣、费尔南多等人

都披挂上阵。
开场之后，主场作战的当代力

帆占据了场面优势，费尔南多和郑
又荣先后创造了得分良机，但都与
进球失之交臂。第38分钟，久攻不
下的当代力帆防线出现漏洞，广州
富力外援扎哈维补射破门，帮助广
州富力取得领先。随后的比赛中，
双方都打得十分开放。第71分钟，
广州富力的弋腾利用角球的机会再
进一球，帮助广州富力锁定胜局。

重庆当代力帆2017中超排名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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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峡库区腹地的重庆市开州区，一到傍
晚，众多居民便来到城区的汉丰湖滨湖景观带散
步、垂钓、骑行，欣赏“城在湖中、湖在山中”的怡
人美景。而几年前，这里还是大片难以治理的水
库消落带。

汉丰湖是三峡库区独具特色的“库中库”，通
过在长江支流修建水位调节坝蓄水而成，当地以
开州古称“汉丰”名之为“汉丰湖”。水位调节坝
常态化蓄水，不但大面积减少了消落带，还赋予
了开州相当于两个西湖面积的人工湖，使开州这
座三峡新城平添活力和灵气。

面对汉丰湖这颗“三峡明珠”，开州正强力治
理水环境、打造环湖旅游带，让其释放更大的生
态民生红利。

独具特色的三峡“库中库”

“在县城搬迁后的头几年，一到枯水期，河床
就裸露出来，稀泥上很多垃圾，蚊虫苍蝇到处飞。
修了拦截坝形成汉丰湖后，你看这么大片清澈湖
水，多漂亮！”谈到汉丰湖，正在湖边散步的开州
区居民王宏刚自豪地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

2016年撤县设区之前，重庆开州区名为开
县，是三峡库区最后一个移民迁建县。开县老县
城位于长江支流彭溪河两岸，距离长江干流约30
公里。三峡蓄水后，滔滔江水回涌，开州形成55.5
平方公里的淹没水域面积，老县城全部被淹没，
2009年开州大规模的移民搬迁结束。

伴随三峡工程秋冬季节蓄水至175米、春夏
季节放水至145米，开州将产生面积约42.78平
方公里、落差达30米的消落区，环绕在开州移民
新城和多个集镇之中。

由于开县老县城为河谷冲积地带，地势平
缓，三峡蓄水后彭溪河流速显著减缓，水体自净
能力和稀释扩散能力明显下降。枯水期裸露地
面的陆生植物和近岸水生植物快速生长，蓄水淹
没后大量植物腐烂，形成严重的内源污染。加上
水位消落正值夏季，大片沼泽上的垃圾、腐烂植
物在烈日暴晒下，极易滋生蚊蝇、诱发传染病。

为解决消落带给开州新城建设和居民生活
造成的不利影响，国家批准，在距离开州新城4.5
公里的彭溪河下游修建生态水位调节坝。这座
水位调节坝于2007年8月开工建设，2012年5月
下闸蓄水试运行。汉丰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
局长熊森介绍，调节坝正常蓄水位170.28米，校

核洪水位172.58米，总库容8000万立方米。在
三峡蓄水时，调节坝内外都为175米水位，三峡泄
洪时调节坝内仍保持在170米以上水位。从此，
开州城区14.48平方公里的消落带消失，取而代
之的是城市内湖的壮美景观。

汉丰湖东西跨度12.51公里，像一条蜿蜒的
玉带镶嵌在开州新城之中，同时还形成了湖湾30
多个、岛屿41个。汉丰湖群山环绕，湖周围有滨
湖湿地、开州举子园、刘伯承同志纪念馆等自然
与人文景观。

汉丰湖为开州这座西部山区城市带来了一
座难得的城中湖，为丰富城镇功能、构建宜居环
境提供了广阔空间。开州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开
州正依托三峡“库中库”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全
力保护湖山环境，加快完善路网以及旅游基础设
施，打造三峡库区美丽滨湖宜居城市。

守护汉丰湖一湖清水

保护好汉丰湖一湖清水，是三峡库区生态涵
养的重要一环。城区生产生活的高度集中，为汉

丰湖生态保护增加了困难。开州区将汉丰湖保
护作为提升幸福指数的重点民生工作来抓，一方
面大力发展环保型产业，从产业源头上严控污染
增量；一方面强化环境治理，缩减污染存量。

开州区发改委副主任高玉桥向记者介绍，根
据长江经济带“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的要求
和三峡库区的产业政策，开州区高污染、高耗能
的化工等产业一律不上，重点培育新能源、新型
建材、食品医药、纺织服装、天然气综合利用等特
色产业集群。同时，依托当地的山区资源，大力
发展柑橘、蔬菜、冷水鱼等特色农业和生态休闲
旅游业，构建资源循环利用、环保水平高、吸纳就
业多的产业体系。

彭溪河上的汉丰湖，既是水库又是河。“坚持
源头治理和重点整治相结合，推动水域、陆地保
护共同发力，才能保障河库健康。”开州区水务局
局长刘沛明说，开州区以治污、治脏、治乱、治浑

“四治”工作，力争汉丰湖实现“河畅、水清、坡绿、
岸美”的目标。

保护汉丰湖的一系列治污举措陆续实施：
2015年以来，已整治环汉丰湖排污口97处，直排

汉丰湖污水量逐年减少，城区污水日收集量从
2014年4.49万吨增加到2016年4.97万吨；通过
实施城区雨污管网综合整治、城市污水处理厂扩
建升级工程，开州城区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处理率
将达到90%以上；通过三峡后续规划垃圾治理项
目的实施，在全区40个镇乡街道配置各型垃圾车
161辆、垃圾桶1.7万多个，垃圾收集覆盖全区
427个行政村；采取BOT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建
成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90%；建成乡镇污水处理厂43个，镇乡街道实现
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

除了狠抓实施环境治理外，开州区还完善环
保管理和考核机制，安排174个编制、在重庆市率
先独立设置乡镇环保所，将环保责任细化到村社
区，并对镇乡街道的生态环保工作实行分类考
核，环汉丰湖等三个片区的生态环保考核分值在
经济社会实绩考核中就达到21分，成为最重要的
考核项目之一。

“一整套环保组合拳，让汉丰湖的水质稳定
在Ⅲ类。”开州区环保局副局长宋乾立说。

时值枯水期，《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汉丰湖
湖边走访时看到，一片片荷塘中，艳红的荷花点
缀在翠绿的荷叶之中，与波光粼粼的湖水相映成
趣。熊森告诉记者，这是开州区探索出的三峡库
区消落带治理模式之一——景观基塘。

熊森介绍说，水位调节坝建好后，汉丰湖水
位在170.28米至175米之间涨落，仍有5米的消
落带，这些消落带位于城市中心，如果不治理好，
同样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破坏。

消落带治理是超大型水利工程面临的世界
性难题。因治理消落带而生的汉丰湖，成为当地
政府和一些科研机构研究消落带治理的“试验
田”。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当地在汉丰湖消落
带用土搭成类似稻田的一块块基塘，种植荷花、
菱角、杨柳等耐淹植物，第二年被江水淹没后仍
能存活，不仅能美化环境，还能净化水质、增加生
物多样性。同时，结合消落带林泽绿化工程、鸟
类生态环境工程、滨湖景观工程，汉丰湖日渐构
建出完整的湿地生态链，探索出了一条消落带治
理路径。

如今，39万平方米的滨湖园林景观带、300
余亩城市景观基塘工程、栽植各类生态树种和景

观树种达300余万株，不断改善的生态，让汉丰湖
吸引了大量南来过冬的候鸟。据当地相关部门
统计，已在汉丰湖畔发现了5种重庆多年没有记
录的新鸟类，汉丰湖形成了“冬观水鸟，夏赏荷
花”的生态景观，成为全国21个重点建设的国家
湿地公园之一。

打造三峡旅游新名片

生态的涵养，为开州充分释放汉丰湖的生态
民生红利奠定了基础。2014年汉丰湖被评为4A
级景区，2015年汉丰湖入选长江三峡30个最佳
旅游新景观之一，开州区目前正规划将汉丰湖打
造成三峡旅游的又一张名片，做大做强旅游产
业，将汉丰湖的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近年来开州加大文旅、体旅融合，汉丰湖相
关旅游配套设施逐步完善。在水位调节坝左侧
的半岛上，有一座建于清代嘉庆年间的文峰塔遗
址。2016年春节，当地在遗址基础上重修了文峰
塔，并以清代光绪年间开州有6名举人参与“公车
上书”的历史背景，修建了古典园林主题公园“举
子园”。廊亭水榭相映、草木曲径通幽，让湖光山
色与历史文化融合在一起。

汉丰湖最大的资源是水，围绕亲水休闲运动
主题，举办城市钓鱼对抗赛、国际摩托艇公开赛、渝
东北最大的水上乐园动工开建……开州区重点打
造汉丰湖系列休闲旅游产品。2016年，汉丰湖景
区共接待游客653万人次，同比增长25%，这座三
峡“库中库”正为当地的绿色发展增添新动力。

汉丰湖的良好生态也让当地民众尝到了发
展“甜头”。当地干部表示，尽管在大规模移民迁
建结束后，三峡库区近年来经济社会得到较快发
展，但受交通区位、自然条件、前期移民搬迁等因
素影响，整体经济水平仍相对滞后，脱贫任务繁
重。此外，虽然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地方
同样要承担三峡库区高标准的环保要求，面临发
展与保护双重压力。

受访干部介绍，开州区作为有近170万人的
人口大区、农业大区，境内众多流域汇集到汉丰
湖，既要严格控制发展带来的新污染，又要大量
削减汉丰湖流域上百万人的生活污染和农村面
源污染，生态环保面临诸多困难。如，一些乡镇
污水收集管网不够完善，影响污水设施运行；农
村垃圾污水处理费用很难收缴，畜禽养殖污染治
理成本高，区级财政负担重等。

当地干部认为，应加大对三峡库区集镇生活
污水和生活垃圾收集、处置以及运行管理的支持
力度，分片区建立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场，通过税
收、补贴鼓励使用有机肥，统筹布局污染小、产值高
的新兴产业，以破解三峡库区生态文明建设的薄
弱环节，促进当地自然资产增值，带动群众增收。

三峡“库中库”的生态红利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周凯

本报讯 （记者 夏婧）今年
是中国话剧诞辰110周年，近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话剧院获
悉，中国话剧协会西南大区优秀原
创剧目展演即将于 11月 21日正
式启动。届时，来自西南地区话剧
团体的6部优秀大型原创剧目和6
部小剧场剧目将在国泰艺术中心
轮番上演。

据了解，此次展演由中国话剧
协会西南大区主办，重庆市话剧院、
国泰艺术中心承办。“在中国话剧诞
辰110周年之际，重庆做这样一个
活动特别有意义。”重庆市话剧院院
长陈家昆介绍，此次，重庆市话剧院
邀请到来自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的
专业话剧院团与重庆本地院团一
起，为市民带来6部优秀大型原创

剧目和6部小剧场剧目。观众不仅
将看到重庆市话剧院的保留剧目
《河街茶馆》、云南省话剧院的《独龙
天路》、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的《范长
江》等大型话剧，还将在小剧场感受
到《燃烧的梵高》等具有实验性的小
剧场话剧。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话剧协
会西南大区优秀原创剧目展演启动
当天，中国话剧诞辰110周年大型
图片展也将在国泰艺术中心同时举
办，500余张反映我国话剧发展史
的珍贵历史照片将与重庆观众见
面。当天，重庆市话剧院的演员们
还将在开幕式上为观众带来经典抗
战短剧《放下你的鞭子》。

据悉，此次活动将从11月21
日持续至2018年1月26日。

纪念中国话剧诞辰110周年

西南地区优秀话剧
本月21日起在渝轮番上演

本报讯 （记者 夏元）重庆日
报记者11月4日从重庆市纺织工
业联合会获悉，3日，一场主题为

“文化为底、非遗为魂、夏布为容”的
荣昌夏布创意作品发布会在北京举
行，由著名时装设计师张义超设计
的60套以荣昌夏布为原料的时装
在发布会上亮相。

此次发布会由荣昌区政府、重
庆市纺织工业联合会联合主办。
张义超以重庆荣昌拥有的两类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荣昌夏布
工艺和荣昌陶文化为设计灵感，借
鉴荣昌安陶著名的双色绞泥复合
效果，结合大量贴绣、手工绣等手
法，在时装中点缀出满满的夏布元
素。

由苎麻为原料编织而成的荣昌
夏布，最早见于汉代，在2008年被
列入国家“非遗”保护名录，是重庆
纺织业重要的品牌商标。近年来，
以荣昌夏布为原料进行开发的床上
用品、家居用品等远销国内外。据

悉，接下来，荣昌区将延伸荣昌夏布
产业链，在时装领域进行拓展，进一
步挖掘产品附加值。

60套荣昌夏布创意时装亮相北京

新华社北京 11 月 4 日电 （记
者 罗沙 杨维汉）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4日表决通过刑
法修正案（十）。在公共场合侮辱国歌
的行为被写入刑法，情节严重的可处3
年以下有期徒刑。

今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国歌法规
定，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国歌歌词、曲
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
其他方式侮辱国歌的，由公安机关处以
警告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侮辱国旗、
国徽罪，刑法修正案（十）在刑法第299
条中增加一款，对侮辱国歌行为的刑
事责任作出规定。其中明确，在公共
场合，故意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

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旗、国徽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在公共

场合，故意篡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
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情节严

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刑法修正案（十）自公布之日起施

行。

公共场合侮辱国歌行为入刑
情节严重可处3年以下徒刑

新华社北京 11 月 4 日电 （记者
刘欢）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
会议4日下午表决通过决定，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
件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附件三中增加全国性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
会议10月31日听取了关于增加《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草案和
关于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
律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举行分组会议审议两个决定草案
时，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将国歌法列入
两部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符合两部基

本法的规定，是适当的。同国旗、国徽
一样，国歌是宪法规定的国家象征和
标志，具有弘扬国家精神、凝聚国家力
量的重要作用。将国歌法适用于港
澳，具有宪法层面意义和必然性，此举
有利于维护国家尊严、民族尊严，有利
于增强港澳同胞国家意识和爱国精
神，有利于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
定，非常及时且必要。

国歌法列入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

11 月 3 日，模特身着具有荣昌
夏布元素的时装走秀。

（主办方供图）

关 注 十 二 届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第 三 十 次 会 议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4 日电
（记者 周玮）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次会议4日表决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
法》。将于2018年 1月1日起施
行的这部法律，是公共文化领域继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之后的又一
部重要法律，对于进一步健全我国
文化法律制度、促进公共图书馆事
业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
益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图书馆法共6章55条，
对公共图书馆的设立、运行、服务
以及相关法律责任等分别做了详
细规定。

公共图书馆法规定，本法所称

公共图书馆，是指向社会公众免费
开放，收集、整理、保存文献信息并
提供查询、借阅及相关服务，开展
社会教育的公共文化设施。明确
公共图书馆是社会主义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将
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作为重
要任务。公共图书馆应当按照平
等、开放、共享的要求向社会公众
提供服务。

法律明确国家构建标准统一、
互联互通的公共图书馆数字服务网
络，支持数字阅读产品开发和数字
资源保存技术研究，推动公共图书
馆利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向社会
公众提供便捷服务。

我国出台公共图书馆法促进全民阅读

惩治刷单、网络水军、互联网平台恶意
不兼容，将有法可依。新修订的反不正当
竞争法4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
明年1月1日起施行。现行的反不正当竞
争法自1993年起施行、时隔24年后经过
三次审议后通过。针对市场竞争中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哪些修订与我们的生活息
息相关？如何进一步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刷单？违法！

对于网购来说，评价就是口碑，是引导
销量的重要因素。“双11”即将来临，一些
爆款商品所谓的“好评如潮”也有不少水
分。刷单制造虚假销量和好评，商品却以
次充优，让消费者防不胜防。

针对这种情况，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
法对现行法的条款进行了完善，对虚假宣
传的具体内容进一步细化和明确，经营者
不得对其商品的销售状况、用户评价刷单，
作出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内容。第二十条
明确，“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

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
执法局局长杨红灿说，这意味着，除了经营
者对产品的虚假宣传，帮助他人进行刷单、
炒信、删除差评、虚构交易等行为，也将受
到严厉查处，“网络水军”等不法经营者将
受到严厉的处罚。

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

很多人遇到这样的烦恼：网上点击一
个链接后，马上跳转到另外一个毫不相关

的页面，甚至可能染上病毒；进入一个浏览
器，必须要下载指定软件，不知不觉间电脑
上装了一大堆类似软件，运行速度越来越
慢。这种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

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第十二条
中，增加了利用互联网技术实施不正当竞
争的条款，列举了几种利用网络从事生产
经营不得实施的行为，其中包括，恶意对其
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实
施不兼容。

进一步界定“傍名牌”、
商业贿赂等行为

如今，一些山寨品牌的商品外包装几乎
以假乱真，这种行为增加了消费者的辨识
难度，也给正规商家增添了许多烦恼。对
此，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法律条文上
规定得非常仔细，包括企业名称、字号，姓名
里面增加了笔名、译名、艺名等，作了非常具
体的列举，同时还增加了兜底性的条款，有
关禁止混淆行为的规定涵盖范围更广泛。

商业贿赂、侵犯商业秘密，也是反不正
当竞争法重点规制的行为。新修订的反不
正当竞争法对商业贿赂对象作了进一步明
确，包括交易相对方的工作人员以及受交
易相对方委托的单位和个人，还有利用职
权和影响力影响交易的单位和个人；关于
侵犯商业秘密，如果是第三人明知或者应
当知道，商业秘密是另外一个企业的员工
或前员工以及其他单位或者个人通过不
正当方式获取的，再来使用也属于侵犯商
业秘密的行为。

（据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刷单、炒信将被严惩
新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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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孙政才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职务。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李朝兴辞去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郑亨日
辞去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决
定接受莫建成辞去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
的有关规定，孙政才、李朝兴、郑亨日、莫建成的代表资格终止。

截至目前，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2900人。
特此公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7年11月4日

（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十二届〕第二十八号

《瞭望》新闻周刊昨日刊文报道重庆开州强力治理水环境、打造环汉丰湖旅游带情况


